
论坛日程安排 
2018.05.18-2018.05.20 

中国.北京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5 月 

17 日 

全天 全天报到 会务组 校长大厦 

17:00-18:00 论坛会前会 张爱林 
校长大厦 

会议室 

18:00-20:00 欢迎晚宴 姜  军 
校长大厦 

宴会厅 

5 月 

18 日 

08:00-08:30 报到 会务组 

图书馆 

建本 

报告厅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张爱林 北京建筑大学校长  致辞  

主题：建筑业发展与装配式建筑 
张大玉 

09:00-12:00 

大会主题 

报告 

肖绪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题：推进智能建造、促进建筑业现代化 

茶     歇 

Acad. Vladimir Erofeev  

Topic: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biological 

resistance of various materials, mechanisms of their 

destruction, modeling of bio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ys to protect them from biodeterioration 
戚承志 

Panagiotis Prinos  Aristotle University at Thessaloniki  

Professor  

Topic: Built Environment, Natural Hazards,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Flood Risk 

吴盟分 中华顾问工程司 董事长 

主题:永续环境的愿景与实践－以苏花改工程为例 Derrick 

Leung 杨文武 AECOM 中国区基础设施和全球设计中心 副总裁 

主题:论城市轨道交通 TOD可持续发展方向 

12:00-13:30 午   餐 臻源餐厅 3 层 

13:30-17:30 

大会主题 

报告 

特邀嘉宾 北京城建集团  

主题：北京新机场施工与设计 

胡祖杰 

图书馆 

建本 

报告厅 

金晖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题：近远期结合开发珠海黄茅岛 推动粤澳联动发展 

陈伸贤 中兴工程顾问社 执行长 

主题：台湾海绵城市之推动与展望 

茶      歇 

卢锦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电工程能源效益事务所 高工 

主题：香港启德发展计划区域供冷系统-设计及工程管理 

李茂林 

 

图书馆 

建本 

报告厅 

刘爱民 中交港研院 副总经理 

主题：大直径钢圆筒技术在水运工程中的应用 

丁澈士 屏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 教授 

主题：全球气候变迁下南台湾水利资源开发利用及海绵城市之实践 

苏南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营造系 教授 

主题：因应台湾花莲地震的建筑法规 

 



论坛日程安排 
2018.05.18~2018.05.20 

中国.北京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5 月 

18 日 

17:30-19:00 晚           餐 臻源餐厅 3 层 

19:00-20:30 
青年论坛 

嘉宾： Derrick Leung、胡祖杰、尤完、李斌、梁洲辅 
孙成双 19:00-20:30 

5 月 

19 日 

8:30-11:30 

专题学术交流 

土木工程技术 
尤完/ 

侯晋芳 
学院 A-120 

交通与环境工程 宫永伟/苏南 学院 A-127 

城市建设与管理 
秦颖/ 

李孟顺 
学院 A-115 

11:30-12:00 闭幕式 张爱林 
图书馆 

建本报厅 

12:00-13:30 午           餐 臻源餐厅 3 层 

13:30-16:00 

技术考察 
北京新机场 周霞 

17:00-19:00 晚           餐 臻源餐厅 3 层 

5 月 

20 日 

8:30 校长大厦门口集合 

9:30-11:00 通州副中心 秦颖 

12:00-13:30   午            餐 臻源餐厅 3 层 

 

 

 

 

土木工程技术分论坛 议程安排 
时间：2018年 5月 19日上午 08:30—11:20      地点：学院 A-120 

 
时间 报告人及主题 主持人 

08:30-08:50 
侯晋芳 中交港研院岩土所 总工程师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测试新技术研究 

尤完 

08:50-9:10 
武兵 北京城建集团二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装配式建筑实践 

9:10-9:30 

刘文彬 港研院岩土所   高级工程师 

In-site test and numeric analysis on the long-term settlement of the soft clay 

foundation 

9:30-9:50 
王建智  正修科技大学土木与空间资讯系 教授 

添加滚筒碴水泥砂浆抗压强度与超音波速之研究 

9:50-10:00 茶    歇 

10:00-10:20 
李斌  港研院岩土所  高级工程师 

沉管隧道基础回弹再压缩特性研究 

侯晋芳 10:20-10:40 
汤兆纬  正修科技大学土木与空间资讯系 教授 

高温后纤维混凝土之握裹滑移行为 

10:40-11:00 
梁洲辅  福建农林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玻璃砂取代量对透水沥青混凝土性质之影响 

11:00-11:20 
Ming-Cheng Chiu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博士研究生 

Assessing Ambient Air Pollution Health Risk by A Spatial Multi-Agent Simulation 

 

 



交通与环境工程分论坛 议程安排 
时间：2018年 5月 19日上午 08:30—11:20      地点：学院 A-127 

 

时  间 报告人及主题 主持人 

08:30-08:50 
刘皆谊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 副教授 

基于建构城市特色街区的地下空间开发策略探讨－以苏州平泷路地下空间为例 

宫永伟 

08:50-9:10 
王媛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在复杂边界环境和地质条件下大型建筑弃料堆填场整治的关键技术 

9:10-9:30 
张常明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研究生 

基于空间句法的街区制下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影响研究 

9:30-9:50 
喻博 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研究生 

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拆除废弃物的动态流向研究 

9:50-10:00 茶歇 

10:00-10:20 
徐嘉骏 中华顾问工程司智慧运输技术中心 总经理 

应用增强式学习法于单一路口号志最佳化 

苏南 

10:20-10:40 
宫永伟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副教授 

海绵城市建设的全过程管理 

10:40-11:00 
叶伟良 中华电力公司 高级项目工程师 

为持续发展供电 - 香港发展绿色变电站的最新趋势 

11:00-11:20 
张念如 台湾世曦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工程师 

从水环境建设带动区域发展模式之探索-以嘉义县水环境建设为例 

 
  
 
 

城市建设与管理分论坛议程安排 
时间：2018年 5月 19日上午 08:30—11:20    地点：学院 A-115 

 

时间 报告人及主题 主持人 

08:30-08:50 
熊启全 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第三经理部 总经理  

EPC 管理实践小结 

秦颖 

08:50-9:10 
赵世强 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 教授 

综合管廊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利益相关者研究 

9:10-9:30 
李孟顺 澳门城市大学城市管理学院 副教授 

应用 BIM 助推澳门智慧城市的建设 

9:30-9:50 
石明璋  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司综合业务组  工程师 

以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城市(AI CITY)规划理念建构 智慧机场智能化策略研究 

9:50-10:00 茶歇 

10:00-10:20 
林国伟 全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钢板桩静压植桩工法于台湾之发展与应用 

李孟顺 

10:20-10:40 
李胜男  德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DH 快速桩在城市建设行政管理实务上的应用 

10:40-11:00 
萧胜雄  台湾世曦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台湾科学园区开发经验之复制与创新-以南通科学工业园区为例 

11:00-11:20 
吴丹丹  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 研究生 

基于时间序列的京津冀区域物流枢纽演化研究 
 


